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特區政府將於本月及明
年就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工程費用超支，向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追加
撥款。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昨
日表示，立法會秘書處將致
函全體議員，諮詢能否在聖
誕節假期後加開8小時會議，
先行審議港珠澳大橋的撥款
申請。他強調，社會大眾關
注兩項追加撥款申請，特區

政府有責任實質回應議員提問，並解釋延遲撥款對香港
帶來的損失，但同時，如有需要，他會終止議員提問和
限制議員提出臨時動議，避免議員拉布浪費議會時間。

致函全體議員諮詢 確保有半數開會

特區政府爭取趕及在明年1月及3月獲財委會通過兩
項追加撥款，財委會正計劃在聖誕節假期後加開8小時
會議，率先審議港珠澳大橋的撥款申請。陳健波昨日
說，秘書處昨日正式致函全體議員諮詢加開會議事宜，
確保有過半數議員開會，並期望可在毋須「剪布」下，
順利完成港珠澳大橋撥款審議，騰出更多時間處理高鐵
撥款，「誰是誰非不是由我決定，很多事情失敗涉及多
種原因，只怪罪一方是不公道。」
他強調，社會大眾關注兩項追加撥款申請，特區政府
有責任實質回應議員提問，並解釋延遲撥款對香港帶來
的損失，「財委會會不斷與政府和相關部門商討。事實
上，政府需要處理市民對高鐵超支的情緒，包括詳細解
釋解決方法、『一地兩檢』處理及執法方法，有錯就要
認，令市民恢復信心。會議定會確保議員有足夠時間發
問，屆時議員亦可以書面提問題，希望政府能夠好好回
應。」

遇無止境提問動議 適當時機止辯表決
不過，反對派已擺明車馬要拉布拖延，陳健波表明，

不會任由議員無止境提問及限制臨時的動議，避免議員
拉布浪費議會時間，「身為主席須確保會議有意義，隨
機應變。如果議員離題並重複提問，只顧謾罵或發表個
人意見，而當時亦愈來愈少人提問，這將是適當時機終
止辯論，讓議員表決。早前審議創新及科技局相關撥款
是好的先例，至今仍未有人要提出司法覆核，深信有關
做法是合情合法。」
不過，多名反對派表明會拉布反對撥款。「人民力

量」議員陳偉業聲言，財委會主席不能「濫用」權力阻
止議員提問，議員需透過不斷提問，避免特區政府迴避
問題，「政府經常以『擠牙膏』方式回應提問。『人民
力量』將在立法會大會不停點算法定人數，以表達對財
委會加開會議的不滿。『人民力量』並會在審議撥款時

不斷提問，迫使政府解釋超支原因，希望其他『泛民』
議員可以參與提問。」
社民連主席梁國雄稱，財委會主席為會議定下「死

線」，等同把財委會變成政府的「橡皮圖章」，「我希
望『泛民主派』不要被財委會主席和行政長官梁振英
『嚇倒』，大家應該『是其是、非其非』。」

單仲偕料「死線」前「一地兩檢」未解決
民主黨議員單仲偕稱，財委會加開會議對計劃離港議
員不公平，「民主黨近日與地鐵公司候任主席馬時亨會
面，對方未有提供進一步資料，現階段無法說服民主黨
改變反對高鐵的立場。我預期在撥款『死線』前，特區
政府仍然未能解決『一地兩檢』問題。即使議員不拉
布，議員都有很多問題要求政府交代。」
工黨主席李卓人則聲言，工黨不會拉布，但在會議上
會「應問則問」，「工黨反對財委會加開會議，我們屆
時亦不會『放水』。我們不希望高鐵工程『爛尾』，但
更不能夠為了『一地兩檢』而犧牲『一國兩制』。特區
政府一日未處理好『一地兩檢』問題，就不應向財委會
提出追加撥款申請。」

■陳健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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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近日將分別就港珠澳大橋、高
鐵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 54 億和 194.2
億追加撥款。反對派議員已揚言，屆時會
全力阻止撥款通過。必須指出的是，目前
這兩大基建工程都已經到了「欲罷不能」
的地步，有關撥款倘若無法通過，則超支
超時情況恐怕更加「冇眼睇」，甚至有可
能令兩大工程爛尾。所以從社會整體利益
及市民福祉出發，當務之急是要儘快通過
撥款，讓工程儘早完成，為納稅人「止
血」。因此，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要求財委
會加開會議，爭取儘快審核相關撥款申
請，他還表示針對反對派議員的拉布阻擾
行為，必要時將「剪布」，這種做法不僅
合法，更是合理，值得社會大眾予以支
持。

終院 2014 年 9 月 29 日頒下書面判詞指
出，基本法有關賦予立法會議員參與立法
會立法程序權利的條文，並不是給予個別
議員根據個人意願任意行使權利干擾會
議。財委會去年6月審理新界東北發展前
期撥款期間，黃毓民不滿時任立會財委會
主席吳亮星的裁決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
核。法庭拒絕受理黃毓民的司法覆核並在
判詞中指出，按立法會議事規則，財委會
主席有權主持會議，包括以「剪布」去控
制會議進度，進一步明確財委會主席「剪
布」擁有充分的法理依據。

為兩大工程的追加撥款通過而「剪
布」，也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合理行動。事

實上，無論是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還是港珠
澳大橋，時至今日都已經耗資數百億，那
些龐大且已無法回收的「沉沒成本」，已
注定了這兩項工程萬萬不能「爛尾」，也
不能止步不前，必須排除萬難，爭分奪秒
地加快工程進度，早日交付使用，才不至
於令先前的時間和財政投入化為泡影。此
時若追加的撥款無法如期到位，用款就會
「乾塘」，進度就會「停擺」，隨成本
造價與日俱增，原本就已慘不忍睹的超支
和延時問題只會更加嚴重。而這一切的經
濟損失，屆時還是要由納稅人埋單。故
此，從納稅人的福祉和社會長遠利益出
發，全社會必須和政府一道，以「逆水行
舟，不進則退」的決心，朝推動工程向
前這一大方向而努力。而不是以拉布令工
程爛尾，因為工程出現問題與其本身的正
當性和必要性是兩回事。但是，反對派議
員為了一己之私，故意將兩者對立起來，
還在聲稱要用盡各種手段進行拉布，企圖
阻礙撥款審批的進度，這種不顧社會整體
利益和市民福祉的做法，必須予以譴責。

當然，作為工程的委託方、出資方及督
造者，政府必須就相關的問題，包括工程
延誤的原因和確保今後進度符合要求的安
排等等，向立法會財委會作出清晰的交代
和解釋，特區政府相關部門更要認真自我
檢討、承擔責任，向市民和已經花出去的
公帑負責。這樣才能釋除公眾疑慮，爭取
議員們的支持。

為香港利益「剪布」 合法更合理
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於今日在南非舉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同南非總統祖馬共同主持。此
次峰會適逢中非合作論壇成立15周年，是中非合作進
入新的歷史時期之際舉行的一次重要會議，主題是
「中非攜手並進：合作共贏、共同發展」。與會者將
回顧總結中非合作論壇成立以來取得的成果和經驗，
挖掘中非合作潛力，探討進一步推動中非合作的途
徑。相信峰會成果將對中非合作未來走向產生重大而
深遠的影響，成為中非友好合作史上的新里程碑。

中非論壇成立於 2000 年，這次是繼 2006 年北京峰
會後，中非合作論壇再次舉辦峰會，而且是首次在非
洲大陸舉辦，彰顯了非洲國家和中國對中非合作論壇
的高度重視，證明非洲國家普遍渴望加強與中國全面
合作關係。無疑，在新的國際和地區形勢下，在非洲
大陸舉辦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將有助於全面加強中非
團結，推動中非友好合作，更好地造福中非人民，壯
大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聲勢。在此次峰會上，習近平主
席將發表主旨演講，系統闡述中國發展對非關係的新
理念、新政策、新主張，宣佈未來一段時期中非合作
一系列重要舉措。除了進一步奏響中非友誼之曲之
外，更將通過落實切實可行的新舉措，全面鞏固和發
展中非之間的合作，不僅讓中非合作結出更為豐碩的
成果，也將對世界的均衡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中國與非洲關係源遠流長，經歷過相似的反帝反殖
歷史命運，雙方發展全面合作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礎。
六十多年前，新中國成立之初， 中非便相互支持，相
互幫助，結下了深厚友誼，中國進入聯合國就是「非
洲兄弟們抬進去的」，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就是這一
時期中非合作的樣板。進入新世紀，中非合作進入到
新的發展階段，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論壇，是中國

與非洲友好國家共同倡議成立的集體對話和務實合作
中最為重要的平台，截至2015 年，有中國、50 個與
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和非盟委員會共52個成員。論壇
成立15年來，中非均實現了快速發展，堪稱中非關係
與合作蓬勃發展的時期，中國始終是非洲發展進程的
堅定參與者、支持者和推動者，在幫助非洲改善基礎
設施條件、促進就業、消除貧困等方面作出重要貢
獻。以經貿關係為例，中國連續6年成為非洲第一大
貿易夥伴。2014年中非貿易額2200億美元，是中非合
作論壇啟動時的22 倍。中國對非投資存量現已超過
300億美元，是論壇啟動時的60倍，近年年均增速保
持在20％以上。

眾所周知，由於西方列強曾對非洲實行過長期的殖
民統治和經濟掠奪，令多數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緩慢，
基礎設施薄弱，民眾生活困苦，非洲如果長期維持落
後的狀態，對整個世界發展都是不利的。因此，中國
一直致力於幫助非洲着力破解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和人
才不足兩大制約發展瓶頸。截至2015年9月，中國通
過援助和融資在非洲已建和在建鐵路5675公里、公路
4507公里，援助和融資建設的各類學校200多所，中
國政府每學年向非洲提供7000多個政府獎學金名額，
每年舉辦100多個面向非洲的多邊和雙邊技術管理培
訓班和高官研修班等。

非洲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大陸，也是「一帶一
路」的重要區域。中非合作論壇峰會舉行，將對世界
和平與進步事業產生重大影響。在中國加強與非洲全
面合作的背景下，非洲也是充滿機遇之地。港人有必
要趁習主席訪非的東風，抓住中非合作論壇舉行的契
機，加強對非洲的了解，積極尋找投資機會，必將收
穫到理想的成果。 （相關新聞刊A6版）

中非全面合作迎來新發展機遇期
A3 重要新聞

沙中線應急費不足 擬申加撥款
「大紅段」最少超支41億 全線料2021年始通車

鄧家彪：倘為保育超支可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程超支問

題一直纏繞香港基建項目，運輸及房屋局指
會適時就港鐵沙中線工程向立法會尋求追加
撥款。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鄧家彪
昨日表示，去年發現古蹟時已估計沙中線會
超支，並認為因保育古蹟而超支是可以接
受。
但他指出，2012年立法會審批沙中線的

撥款時，「價格調整準備」及應急費用已經
調高至佔總成本的20%，較港珠澳大橋的
14%更多。

是否支持要詳細看文件
鄧家彪認為，沙中線撥款於2012年批

出，其估計應較準確，當局應交代應急費用
不足是因考古保育所致，還是涉及其他因

素，如當年政府有否錯誤估算「價格調整因
素」的預算，「若政府估算錯誤，便應檢
討。」至於是否支持撥款，他指要待當局進
一步提交詳細文件才可決定。
對沙中線工程延誤一年，鄧家彪擔心工
程會進一步延誤，但他認為明年是關鍵時
刻，因南港島線及觀塘延線將於明年竣
工，而高鐵香港段的隧道鑽掘工程亦會完
成，能夠紓緩勞工、物料及機器等供應問
題，政府亦可加強監管力度，故他預料沙
中線能按預期完工。

陳健波：審大橋高鐵撥款或出「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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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
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的文件同時透露
另外兩條興建中鐵路的工程進展，其
中南港島線（東段）仍以明年底為目
標通車日期，超支約1.9億元。觀塘線
延線的目標通車日期為明年第三季或
第四季，或會超支約7,500萬元。

分別超支1.9億及7,500萬
除了沙中線的最新進度外，特區政

府昨日亦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
會提交另一份文件，提到南港島線
（東段）及觀塘線延線工程的最新進
展。文件指出，港島線（東段）整體
進度大致符合修訂的工程計劃，港鐵
仍以明年底為目標通車日期。根據港
鐵公司8月的最新估算，該線主要基建
工程的建造費用將超支約1.9億元。
觀塘線延線方面，文件指，港鐵目

標通車日期為明年第三季或第四季，
車站結構工程則預計於今年第四季完
成。不過，政府委託港鐵進行的主要
基建工程建造費用，或會超支約7,500
萬元。
由於特區政府是以「鐵路加物業發

展」模式推展南港島線（東段）及觀
塘線延線項目，屬「擁有權」項目，
故港鐵將會負責承擔鐵路工程延誤對
該鐵路項目所引致有關的額外開支。
路政署已要求港鐵提供進一步資料以
作審視。

沙中線延遲通車及超支具體情況
通車情況
沙中線分段 原定通車日 最新通車日
大圍至紅磡段 2018年12月 延誤11個月至2019年底
紅磡至金鐘段 2020年 延誤6個月至2021年
超支情況
原定工程開支 額外工程開支
798億元 約41億元（大圍至紅磡段）

資料來源：運輸及房屋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運輸及房屋局昨日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
組委員會提交沙中線工程的最新進展

報告，原定於2018年12月通車的「大圍至
紅磡段」，及2020年12月通車的「紅磡至
金鐘段」，都會延誤竣工。
其中，「大圍至紅磡段」去年受土瓜灣
站遺蹟的考古工作影響，但建造工程已於
今年3月起全面恢復，車站挖掘及隧道建造
工程已全面展開，向馬頭圍站方向的下行
隧道鑽挖工程亦已於4月展開。截至9月
底，隧道鑽挖機已完成約700米的隧道建造
工程。
文件指出，港鐵仍估計有關考古工作已
引致「大圍至紅磡段」維持最少約11個月
滯後及最少約41億元額外工程開支，但最
終影響有待港鐵的最後評估及路政署核
實。路政署亦會協調及監察建造工程，以
期港鐵致力追回滯後，讓該段鐵路盡可能
於2019年通車。

地質影響會展站工程延誤
在「紅磡至金鐘段」方面，文件稱為預
留彈性於會展站上蓋興建新會議中心，會
展站須加建樁柱，但根據現時該處地質情
況，初步估計會展站工程的完工日期將延
誤最少5個月，工程開支亦有所增加；加上

灣仔填海工程範圍內發現大型金屬物體
等，令「紅磡至金鐘段」的完工日期仍維
持整體延誤6個月，即需延至2021年才可
通車。至於超支多少，文件則未有具體交
代。
沙中線整項工程的核准預算為 798 億

元。文件透露，港鐵正就整項沙中線工
程費用進行檢討，包括金鐘站與何文田
站工程費用的增加、考古及保育工程、
上蓋發展備置工程費用的增加，以及工
地交接日期滯後而引致額外的工程開支
等，預期明年第一季完成，然後提交給
路政署審核。
但文件同時表明，由於沙中線工程的
應急費用不足以應付有關額外開支，政
府會適時向立法會尋求增加撥款，以繼
續推展工程。
文件又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港鐵就沙

中線工程共接獲275宗具理據的申索，涉及
約13.7億元。港鐵正與有關承建商商討申
索內容及細節，亦會就提出的申索金額進
行詳細評估。
至於獲解決申索有19宗，已向承建商合

共發放2,020萬元。另因應個別工程的需要
及個案的審核與商討進度，部分個案獲發
放中期金額共約1.2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延誤超支196億元，

立法會是否通過額外追加撥款尚未可知，而沙中線工程也出現超支。香港

特區政府昨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港鐵沙中線工程最新進度文件表明，由於沙

中線工程的應急費用不足，因此需向立法會尋求追加撥款繼續工程，預期

明年第一季確定金額。據現時估計，沙中線「大圍至紅磡段」工程最少滯

後約11個月及超支最少約41億元，全線要到2021年才通車。

▲◀上圖為香港古
物諮詢委員會成員
在古物古蹟辦事處
和港鐵人員陪同下
到土瓜灣站地盤視
察。鄧家彪(下圖)表
示，去年發現古蹟
時已估計沙中線會
超支，並認為因保
育古蹟而超支是可
以接受。 資料圖片


